
10月11日上午，长沙美奥口腔河西院盛装启幕。 记者 田超 摄

美奥踏足河西，打造口腔医疗标杆
美奥口腔7年深耕技术、学术之路，成就湖湘行业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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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定位

今年5月8日，湖南现代物
流职院与京东集团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京东信息学院” 正式
挂牌成立。今年，京东集团将投
入500万元与该校共建创新创
业基地和实训基地。据悉，双方
合作重在实现教育与生产可持
续发展， 既致力于企业人才培
养及引进， 也有利于推进学校

实习实训、课程开发、教学科研
工作，真正做到互利双赢。

为充分发挥校企优势，经
双方协商筹划，“物流学院·京
东集团产教融合园”正在建设
中。这是京东在华中区的首个
产教融合园，主体项目包括京
东便利店、 京东无人超市等，
将共同打造“校企智慧生态”。

长沙美奥口腔每一家分院都有自己独立的定位， 此次开业的河
西院将自身定位为：口腔家庭私人保健医生。为了贴近岳麓区市民，
促进社区文化交流，早在河西院试营业期间，就举办了一系列社区服
务大型主题活动，活动为期一个月。

其中，“公益100”社区大型口腔义诊活动，联动本地公益组织启
动公益100计划，深入100个小区，送讲座、送服务等志愿活动，科普口
腔知识，为社区邻里带来全方位的健康守护。“美丽社区，奥妙舞动”
社区广场舞大赛，活动一经发起，市民报名踊跃，报名队伍达到65支，
800多人参与，其新颖的文艺选拔形式收获了不少长沙市民的支持和
称赞。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董文彬

河西终于有了一家
美奥口腔医院， 市民解
决口腔问题将更加便
捷。11日上午，长沙市岳
麓区金星中路格林星城
小区前坪热闹非凡，筹
备已久的中国口腔高端
连锁机构———美奥口腔
长沙河西院举行盛大开
业典礼。 这是美奥口腔
在湖南继长沙人民东路
院、万达院、湘府院，常
德院后省内开设的第五
家分院， 也是美奥口腔
第一次踏足长沙河西这
个板块。

据了解， 自2012年
首家美奥口腔落户星
城，7年时间绽放全国，
在上海、南京、杭州、苏
州、西安、乌鲁木齐等国
内核心城市开设近60家
连锁分院。 长沙河西院
的开业计划早在2017年
底就开始筹备， 参考国
际JCI标准建院，率先引
进 湖 南 首 台 意 大 利
NEWTOM� CT等国际
先进齿科设备及技术，
招募权威齿科专家，将
重点打造成长沙岳麓区
的口腔标杆机构。

活动中， 美奥口腔河西院医
生团队纷纷亮相， 郑重地承诺对
每一名患者负责， 为市民的口腔
健康出一份力， 这一环节得到了
市民的高度认同和赞誉。

与此同时，长沙医学院正式授
牌美奥河西院为口腔医学实践教
学基地，达成战略合作，搭建人才
输送、 临床医学研究的交流平台。
长沙医学院口腔医学院副院长刘

方怡坦言，美奥口腔医院品牌起点
高，专家团队强，这样的“强强联
手”， 可以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
搭建起口腔医疗的人才培养的交
流平台。这个实践教学基地对推动
全省口腔医疗的发展，及口腔人才
培养，将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活动的最后， 美奥口腔长沙
河西院在现场数百位岳麓区市民
的共同见证下隆重揭幕。

美奥口腔是湖南首家专业高
端口腔医院，入湘7年，一直致力
于追求高品质的口腔医疗服务，
全套引进先进的专业口腔设备、
高端口腔服务体系， 为长沙市民
提供优质、高端的口腔诊疗服务，
成就了湖湘行业的典范。

在品牌扩张的同时， 为了让
长沙市民更加了解口腔健康保健
的重要性， 先后举办了多次种植
牙手术直播、 专家讲座及学术高
峰论坛。其中，2013、2014年连续
两年举办国际种植牙学术研讨
会、 千人种牙直播，2018年湖南
正畸学术高峰论坛等医学盛宴更
是邀请了国际顶尖口腔专家来院
指导交流， 为到院看牙的每一位
市民带来了当前国际上先进的、

顶级的口腔医疗技术， 提供标准
化的精工品质服务。

长沙美奥口腔医院作为本地
口腔种植领先机构， 率先推出数
字化高精种植是目前国内最为顶
尖的种植牙。 技术通过大量的临
床数据对比和经验分析， 根据国
人骨骼条件量身定制，在骨整合、
生物相容性、 生物力学等方面具
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数字化高精
种植最大的亮点就是其亲骨性和
微创性，以出血少、无痛、手术快、
恢复快等优势，具有舒适美观、坚
固耐用、安全无痛、科学精确等特
点， 使用效果几乎完全与真牙无
异。该院成立至今，累计种植牙成
功案例早已突破50000颗， 奠定
了长沙口腔种植的领先地位。

【现场】合建实践教学基地，推动全省口腔医疗发展

【深耕】全国连锁7年沉淀，成就湖湘行业的典范

口腔家庭私人保健医生，注重社区文化交流

之湖南现代物流职院篇④

“牵强富会”打造现代物流人才培养高地
近年来，湖南现代物流职院全面“升级”校企合

作方式，同时坚持走“牵强富会”之路，注重与行业
领域的龙头企业“牵手”，对接优势资源，打造现代
物流人才培养高地。

■记者 黄京 陈舒仪 通讯员 夏红球 欧阳昌雄

“以校企对接为主线，是
高职教育发展的方向。”湖南
现代物流职院校长邓德艾认
为，必须校企合力培养，提升
职校学生的技能水平。 但校
企合作比较常见的情况是，
企业并没有参与学生培养的
全过程， 学校课程设置并不
能与每家具体企业的需求精
准匹配。对此，邓德艾表示：
“要通过深度产教融合，培养
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

今年1月12日， 湖南苏
宁物流学院正式挂牌成立。
这个隶属于湖南现代物流职
院的二级学院， 由该校与湖
南苏宁云商集团共同筹建，
将依托现代学徒制， 协同培
养物流运营管理人才。 其人
才培养模式是： 学生一入校
便是企业“准员工”身份。苏
宁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天的
学生就是明天的职工， 共建
二级学院后， 企业不能再做
甩手掌柜了。”

企业成为育人主体
不当“甩手掌柜”

近两年， 湖南现代物流
职院校企合作的“牵强富会”
之路走得十分稳健———苏宁、
京东、一汽大众、顺丰速运等
二十余家行业龙头企业都成
为其战略合作伙伴；步步高商
学院、 长风物流学院等多个
二级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2017年8月， 该校成功立
项成为教育部第二批现代学
徒制试点单位； 苏宁集团有
意将全国首家见习基地落户
该校……

邓德艾认为，最大的受益
者还是学生。在人才培养过程
中， 因为融合了校企双方资
源，强化技能性和实践性教学
过程培训，一批批在校生因得
到技能提升， 在省级和国家级
专业技能比赛中荣获佳绩。当
然，企业也获得感满满。京东华
中区人力资源总监王未表示：
“校企合作充分整合了学校和
企业的优秀资源，强强联合、优
势互补， 给京东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

共建产教融合园，打造“校企智慧生态”

“牵强富会”带来丰硕成果

湖南有色金属职院杨乐：用爱照亮寒门学子人生路
本报10月11日讯 湖南有色

金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小董来自
一个贫困家庭，从小与爷爷奶奶相
依为命。2014年，因家庭变故，他差
点要退学。不过，小董对羽毛球运
动的热爱和天赋打动了学校的杨
乐老师。得知他要退学，杨乐第一
时间赶到小董家，跟家长做思想工
作，将他继续留在学校学习，并跟随
自己进行专业的羽毛球训练。近日，
接受记者采访时，杨乐老师这样回
忆起他与小董这段师生缘分的开
始，“当时我心里并没有底， 不知道
他的家长是不是会放心地把他交
给我，很开心的是我成功了。”

从此，小董成了杨乐带领的校
羽毛球队中的一名主力队员。杨乐
总是自掏腰包给小董购买新的羽
毛球运动装备，并鼓励帮助他战胜

家庭贫困，完成学业，实现成为羽毛
球运动员的梦想。一份耕耘，一份收
获， 在近期结束的湖南省第十一届
大学生运动会上， 湖南有色职院羽
毛球队取得佳绩，杨乐也因此获得
“优秀教练员”的荣誉称号。

自2014年入校工作以来，杨乐
先后从事辅导员、专职教师及教研
室主任多项工作，获“安全工作先
进个人”“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
员”诸多荣誉，主持申报课题3项，
公开出版教材1本、 发表教学教改
论文10余篇。 他非常关心贫困学
生， 参加各项社会公益，2017年暑
期，曾带领大学生扶贫队参加“心
系扶贫攻坚”系列活动，深入郴州
永兴基层农村，通过家访、推荐就
业、爱心助捐等方式帮助当地贫困
大学生圆梦。 ■通讯员 陈景涵

本报10月11日讯 今天7时30
分， 天仪研究院13名研发人员带
着自主研制的“长沙高新号”等4
颗微小卫星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这4颗卫星预计将于本月底发
射。

这是天仪研究院今年的第二
次发射任务，也是继成功研制和发
射“潇湘一号”“陈家镛一号”“湘江
新区号”和“全图通一号”四颗小卫

星后的第四次发射任务。
“长沙高新号” 卫星由天仪研

究院自主研制，为长沙高新区即将
到来的30周年献礼。 这颗卫星将
验证天仪研究院自主部署的下一
代 卫 星 平 台———“0805 平 台 ”，
“0805” 意思是整星80W功率 、
50KG重量， 为后续试验提供更大
功率、承载更重的载荷、更精确的
姿态控制等。 ■记者 王茜

“长沙高新号”等4颗微小卫星月底升空


